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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新年贺词中指出，改革开放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

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

进行到底。  

    为了更好总结经验，促进中国养猪业持续、

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精神，

更好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加快养猪强国建设。策划组

织“纪念活动中国改革开放养猪40年系列活

动”。 

    

    

 

  

   
 



1 中国经济的变化 

    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全占球1.8%，GDP为3645万
元，2017年中国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GDP为827121万
元，经济总量占到全球14.8%。 

从微不足道，到世界强国，为此我们有了国际话语权：习近平“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亚投行”等大国外交行为！中美贸易战！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排在倒数第七位。2017

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9281美元，中等收入国家。 

    1978年，中国高楼没有超过200米，今天全世界10幢最高的大楼中有8幢在中国。 

    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全都是国营企业且在世界五百强中微不足道。
2017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
民营企业。 

    1978年，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是10万辆。今天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
2017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
同时，所有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关的基础生产资料，中国都是最大的消耗国。 



2 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 

      从恩格尔系数看，1978年，老百姓赚100元钱有60元钱
是拿来买食品。今年中国老百姓每月39%的收入用于购买
食品，61%用于购买提高美好生活的商品。北京人当中80

人中就有一个千万元户。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
产阶层在1978年是一个要被鄙视的名词。今天中国中产阶
级数量从0增加到2.3亿人口。这是除美国以外，比所有发
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目前全世界70%奢侈品被中国年轻人消
费掉的，而且这些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39

岁。美国购买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要比中
国老15岁，而美国网民平均年龄比中国大
5岁。在这个意义来谈，中国要比美国年
轻10岁。 

在英国，2017年圣诞节前夕中国年
轻人狂购奢侈品 



3 养猪产业的变化 

      1978年中国猪出栏量为1.6亿头，2017年出栏6.89亿
头，绝对增长5.29亿头；猪肉产量，1978年1835万t，
2017年5340万t，绝对增加3505万t；母猪存栏，1978年
2745万头，2017年为3468万头，绝对增长723万头，2009

年达到4888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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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养猪产业的变化 

    1978年中国猪出栏量为1.6亿头，2017年出栏6.89亿
头，绝对增长5.29亿头，猪肉产量，1978年1835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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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养猪产业的变化 

    1978年中国猪出栏量为1.6亿头，2017年出栏6.89亿
头，绝对增长5.29亿头，猪肉产量，1978年1835万t，
2017年5340万t，绝对增加3505万t；母猪存栏，1978年
2745万头，2017年为3468万头，绝对增长723万头，2009

年达到4888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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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养猪模式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养猪业发展时间段为标准

划分，我国养猪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散户养猪模
式、规模专业养猪模式和自动化高效养猪模式3个阶
段。 

4.1 传统散户养猪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家庭副业） 

      由于粮食匮乏几乎没有规模猪场，养猪生产是农民的一种家庭副业，目的是为了积

肥与肉食品自给，养猪业的主体形式是千家万户的分散型养猪。农户主要饲养中国的地
方猪种，一个人饲养几头母猪或者几头育肥猪，靠野菜、粗糠、少量的玉米等饲喂，生
产效率极低。 

毛主席家猪舍，2013年孙德林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拍摄 



4 养猪模式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养猪业发展时间段为标准

划分，我国养猪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散户养猪模
式、规模专业养猪模式和自动化高效养猪模式3个阶
段。 

4.2 规模专业养猪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 

      这一阶段是我国养猪业发展的快速时期，养猪生产已开始由传统分散型向现 

代集约型转变，规模化养猪已成为发展趋势，逐渐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规模猪场， 

国外高产猪种开始引入国内猪场，采用饲料养猪成为中国生猪养殖的主流，猪场 

采用集约化和机械化管理，单个猪场饲养规模扩大，一个人饲养几十头母猪或几 

百头育肥猪。 



4 养猪模式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养猪业发展时间段为标准

划分，我国养猪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散户养猪模
式、规模专业养猪模式和自动化高效养猪模式3个阶
段。 

4.3 自动化高效养猪模式（20世纪90年代至今） 

    这一阶段是我国养猪集约化、现代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开始将欧美先进的自

动化饲养理念引入国内，规模猪场逐步采用自动化的设备设施，减少劳动力和劳动强
度，提高生产效率，一个人饲养几百头母猪或几千头育肥猪，初步实现了自动化、信息
化、智能化管理。 



5 设施装备的变迁 

        随着我国养猪模式的变迁，猪场设施、设备也

随着发生改变。猪场的结构和设备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经历了从农家化猪场到现代规模化猪场
五代猪场的历史变迁。 

5.1 农家化猪场 

    农家化猪场适用于小规模养殖模式，一般采用双曲砖拱结构，实心地坪，双列圈，自
然通风，人工饲喂。 

优点：在当时造价最低，是一般同类猪舍造价的1/3。 

缺点：通风不好，实心地坪卫生差，夏季降温效果差，冬天保温设施差。 



5 设施装备的变迁 

       随着我国养猪模式的变迁，猪场设施、设备也随

着发生改变。猪场的结构和设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经历了从农家化猪场到现代规模化猪场五
代猪场的历史变迁。 

5.2 雏形化猪场 

房顶采用泡沫拱顶结构，带猪厕所，实心地坪，热风炉加热，自然通风，全自动饲喂。 

优点：带有猪厕所，猪夏季定点排粪；小单元养猪，能做到全进全出，全自动饲喂，节
省人力。 

缺点：猪不能在冬春秋季做到定点排粪，且猪不断搅动猪厕所内粪水，舍内氨气大，卫
生差。 



5 设施装备的变迁 

        随着我国养猪模式的变迁，猪场设施、设备也随

着发生改变。猪场的结构和设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经历了从农家化猪场到现代规模化猪场五代猪
场的历史变迁。 
5.3 改进化猪场 

    采用第二代漏缝条高架网床饲养，热水炉加热，自动喷雾降温，猪舍顶部和侧面安装
有可调通风窗，小单元饲养，单元间设有“壁炉型”通风洞通风。 

优点：小单元饲养，全进全出；通风好，热水加热，节约煤电；高架网床，节约用水，
夏季降温效果好。 

缺点：漏缝条光滑，猪易滑倒，损伤肢蹄。 



5 设施装备的变迁 

    随着我国养猪模式的变迁，猪场设施、设备也随着

发生改变。猪场的结构和设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经历了从农家化猪场到现代规模化猪场五代猪场
的历史变迁。 
5.4 规模化猪场 

      猪舍内部地坪采用漏粪地板和实心水泥地面相结合，实心水泥地面用水暖加热，冬

季供暖利用率更高；房顶采用大跨度拱形彩钢瓦，中间保温用挤塑板吊顶；通风模式：
采用隧道式负压通风和屋顶通风口相结合的方式，屋顶采用无动力风机，降低了春秋季
节通风对电力的需要。 

优点：冬季供暖更节约能源。 

缺点：环境卫生差；饲养员劳动强度大；每单元占地面积大，养猪多，不能完全作到全
进全出。 



5 设施装备的变迁 

    随着我国养猪模式的变迁，猪场设施、设备也随着

发生改变。猪场的结构和设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经历了从农家化猪场到现代规模化猪场五代猪场
的历史变迁。 
5.5 智能化猪场 

      采用全高架网床联体猪舍、屋顶用透光带采光、独立小空间全进全出、全自动饲喂
、全自动水暖加热、全智能通风膜。内部结构改进有：外墙壁用10cm泡沫板加玻璃丝
网沙浆保温；房顶用双层热镀锌彩钢板加10cm 12kg泡沫复合板。 

优点：联体猪舍首次采用屋顶采光的模式，解决了联体猪舍采光难，舍内空间大的问题
；降低了房顶高度，舍内空间压缩了近1/3，对舍内小环境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保育、育肥舍全部采用全自动智能负压通风模式。猪舍房顶采用双层镀锌彩钢复
合板，密闭性好，减低了舍内小环境对人为操作的依赖，同时保育舍网床采用塑料地板
，使断奶小猪对网床的适应更快，减少仔猪断奶应激；怀孕母猪料槽采用水料一体的通
槽设计，能随时对槽内残余饲料进行清理，解决了以往猪舍食槽残余饲料霉变问题。 

保育舍、育肥舍统一采用干湿饲喂器，降低了料槽使用成本，避免了饲料的有形浪费现
象，饲料利用效率更高，饲养成本更低。 



6 品种变化 

6.1 脂肪型、兼用型及地方猪种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猪品种以脂肪型和兼用型如

中约克夏、巴克夏、苏联大白猪及地方猪种等为主要品
种。以引进的脂肪型和兼用型猪与地方猪进行二元杂交为
主要杂交方法，筛选一些优良杂交组合生产育肥猪。以
“着重加强地方品种选育，同时积极培育新猪种”为主要
育种目标，推动了兼用型猪新品种培育工作的开展。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逐步开始由培育脂肪型、 
兼用型猪向培育瘦肉型猪新品种（系）转变。如1978年

后 ,  
我国逐步开始瘦肉型猪新品种（系）培育和杂交生产，特 
别是1980—1982年直接从原产地引进了丹麦长白猪、英国 
大约克猪、美国杜洛克猪和汉普夏猪等世界著名瘦肉型猪 
种,加速了我国瘦肉型猪育种工作和杂交生产的开展。 
 

6.2 瘦肉型品种（系）时期 



 在育种技术上，广泛采用育成杂交、级进杂交、品系繁育、后裔测定、同胞选择、
活体测膘、BLUP（无偏线性回归）等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猪育种工作的开展。在这
一阶段我国先后培育出了三江白猪、湖北白猪、浙江中白猪等一批瘦肉型猪新品种
（系），并于1985年在我国武汉建立了第一个种猪测定中心，标志着我国种猪选育工作
步入新的阶段。 

    在育肥生产中，广泛开展杂交组合试验和配合力测定，筛选杂优组合生产商品育
肥猪 , 如“六五”攻关期间，全国各地广泛利用外来瘦肉型猪和本地猪的杂交试验，
优选出了杜湖、杜浙、杜三、杜长太、杜长大等多个杂优组合，促进了我国商品瘦肉猪
生产的蓬勃发展。 

6.2 瘦肉型品种（系）时期 



6.3 养猪育种配套化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畜牧科技工作者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类猪种基因资源，培育
出了多个专门化父母本品系 , 性能和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猪育种已转
向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专门化品系培育，并配套生产。种猪测定工作也以得到广泛开
展，集中测定工作继武汉之后，在北京、广东、四川、浙江也相继展开；现场测定在
大型种猪场广泛应用，遗传评估方案开始试行。 

    同时随着国际动物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分子生物技术在我国猪育种方面的研
究和应用也迅速展开。主要研究内容是猪的重要经济性状（瘦肉率、背膘厚、肉质性
状、生长速度、产仔数等）的QTL（数量性状座位）定位以及主效基因和分子标记的分
离、鉴定，并应用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MAS)。 



6.4 迎接地方猪产业新时代 

  



7 育种技术进展 

 “六五”（1981-1986）期间，国内畜牧行业领域开始学习计算，主要是学习BASIC
语言，主要编制生物统计程序。农业部委托东北农业大学韩光微教授等人组织“生物
统计与试验设计”培训班。 

计算机热 



7 育种技术进展 

 进入80年代初期，国内普遍在高等农业院校畜牧专业中开展《数量遗传学》教学，
生产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应用现代育种理论去指导生产。80年代中期，计算机科学开始
应用于养猪科研与生产，我国养猪科研正在和国际接轨，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
开始应用于统计计算、育种模型方面。一批从国外归来的学子们把国外先进动物模型
应用于我国猪育种实践中。从1985年到1997年，这13年中，中国消化吸收了国外的动
物线性模型与非线性模型的理论与方法。十几年来，从事养猪和动物育种专家都在集
中研究育种方法的改进，到1997年时全国开始部分外种猪场的联合育种，BLUP方法便
成了育种实践中的家常便饭！ 

陈幼春在《国外畜牧科技》上系统介绍BLUP方法 

李学伟教授从加拿大引
入BLUP方法 

张沅从德国带来BLUP方法 

BLUP热 



7 育种技术进展 

农业部畜牧兽医局根据我国瘦肉型猪发展的需要，各地相继从国外引进了一批长白
猪、大约克、杜洛克猪以及配套系等瘦肉型种猪并建立相应的原种猪场，为了有效地
保持和提高这些优良种猪的性能，发挥这些优良种猪在我国瘦肉猪生产中的作用，减
少从国外重复引种带来的疾病风险，培育适应我国条件的性能优良的长白猪、大约
克、杜洛克种猪，1993年决定全国成立长白猪、大约克、杜洛克猪、配套系、地方猪
种三个育种协作组。 

DLY协作组 



7 育种技术进展 

 农业部组织制定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并于2009年8月4日
印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农林）厅（局、委、办），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要求参照执行。 

遗传改良计划 



7 育种技术进展 

 由于2005-2006年间全国爆发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生猪大面积死亡，2007年7月2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实施生猪良种补贴项目，持续了10年，全国拉开猪人工授
精热潮。 

猪人工授精 



7 育种技术进展 

  

深部输精 
深部输精法包括子宫体输精法、子宫角输精法及腹腔内窥镜输精法，其中子宫体

输精法与子宫角输精法是在生产条件下可以使用冷冻精液的实用、有效的输精方
法。 

（1）子宫体输精法  将一个细的半刚性输精装置穿过一个事先插入子宫颈皱褶
的常规导管，直接将精液输入子宫体内，在一定范围内减小输精数量，但不会影响
受精效果。 

（2）子宫角输精法  将一个柔韧纤细的输精装置穿过一个事先插入子宫颈褶皱
的常规导管，将精子输送到一侧子宫角近端1/3处，其输精数量比子宫体输精法更
少。 

（3）腹腔内窥镜输精法  利用腹腔内窥镜装置，通过微创手术，将精液直接输
入到子宫输卵管链接部，主要应用于性控精液。（田见晖，《养猪业发展与新技术
应用》，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17年4月） 



7 育种技术进展 

  

批次管理 
       繁殖母猪的生产性能是影响养猪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提高繁殖母猪
的生产性能一直是养猪科技工作者和生产从业人员的孜孜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在养猪发达国家兴起的繁殖母猪批次化生产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提高
繁殖母猪的生产性能，且有兴起之势。 

（吴克亮，《养猪业发展与新技术应用》，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17年4
月） 



7 繁殖技术进展 

  

分子生物技术 
         1、原核注射转基因猪制备 

    1988年，中国农业大学的陈永福教授等利用原核显微注射技术制备培育了我国首例转生长激素基因猪，该

生长速度提高11.8%一14.2%，饲料利用率提高10%。 

2、体细胞核移植转基因猪制备 

    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李宁教授等突破了猪的体细胞克隆技术，随后中国科学家依托此技术迅速获得了转

sFat-1基因克隆猪和转溶菌酶基因克隆猪等育种新材料。 

3、基因编辑猪制备培育 

   2010年以后，随着 ZFN, TALEN, 和CRISPR/Cas9等基因编辑技术的陆续出现，使得对功能基因进行修饰的

效率和特异性获得极大提升，基因编辑育种也成为了当前动植物育种的最佳最优选择。2012年，中国农业科学

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首次制备培育出了国际首例Myostatin基因编辑梅山猪，该猪具有明显的双肌表型，瘦

肉率提高了16%以上。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又获得了抗蓝耳病的基

因编辑大白猪。 

 



7 繁殖技术进展 

        

sFat-1 转基因猪 



7 体制变化 

  

 

    中国养猪业的快速发展是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业粮
食产量逐年大增，特别是1985年取消全国生猪派购，
开放经营之后，大大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全国
养猪数量快速增加。 

7.1 农民与城市郊县居民 
7.2 集体猪场 
7.3 畜牧局系统建猪场 
7.4 外贸粮油系统 
7.5 农垦系统 
7.6 私人企业 



8 种猪进口与优势产区 

  

8.1 华南种猪优势产区形成与流通 
8.2 华中地区种猪市场形成与流通 
8.3 华东地区种猪市场形成与流通 
8.4 华北地区种猪市场形成与流通 
8.5 西南地区种猪市场形成与流通 
8.6 东北地区种猪市场形成与流通 
     



9 区域布局调整 

  

    我国的养猪业长期处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
北方地区的生猪产量一直较低，尤其是西北地区。但从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生猪生
产地开始从南方粮食主产区向北方粮食主产区转移，从东
部发达地区逐渐向山区和周边地区转移。 生猪生产布局逐
渐向华北、东北地区集中，东北地区已逐渐由主销区转变
为主产区。 



10 中国养猪业市场的波动 

  

    近12年来生猪价格出现很大波动，表现为：2005-2006
年全国出现高致病性蓝耳病，生猪存栏急剧下降，由此出
现了波动。2008年、2011年、2016年出现了养猪“黄金”
年。 

10.1 生猪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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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2年来生猪价格出现很大波动，表现为：2005-2006
年全国出现高致病性蓝耳病，生猪存栏急剧下降，由此出
现了波动。2008年、2011年、2016年出现了养猪“黄金”
年。 

10.2 仔猪价格分析 

10 中国养猪业市场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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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2年来生猪价格出现很大波动，表现为：2005-2006
年全国出现高致病性蓝耳病，生猪存栏急剧下降，由此出
现了波动。2008年、2011年、2016年出现了养猪“黄金”
年。 

10.3 猪肉价格分析 

10 中国养猪业市场的波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近12年来生猪价格出现很大波动，表现为：2005-2006
年全国出现高致病性蓝耳病，生猪存栏急剧下降，由此出
现了波动。2008年、2011年、2016年出现了养猪“黄金”
年。 

10.4 玉米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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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2年来生猪价格出现很大波动，表现为：2005-2006
年全国出现高致病性蓝耳病，生猪存栏急剧下降，由此出
现了波动。2008年、2011年、2016年出现了养猪“黄金”
年。 

10.5 豆粕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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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2年来生猪价格出现很大波动，表现为：2005-2006
年全国出现高致病性蓝耳病，生猪存栏急剧下降，由此出
现了波动。2008年、2011年、2016年出现了养猪“黄金”
年。 

10.6 猪粮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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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饲料变化 

  

11.1 泰国正大：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大陆刚刚开放，
谢国民作出了在中国投资这一令世界经济人士震撼的举
动。正大集团成了第一个来中国投资的外资集团，也是在
中国投资项目最多，投贸额最大的外国公司之一。他与中
国合资及独资经营的企业超过70家，范围从初期的饲料加
工、摩托车制造发展到房地产、金融及通讯领域。 



11 饲料变化 

  

11.2 饲料配方热：在20世纪80年到90年代，中国兴起预混
料和饲料配方热，大家都在学习“线性规划”和PC1500计
算机编制配方软件。 



11 饲料变化 

  

11.3 饲料行业新进展：微生态制剂； 

        动物微生态制剂是生物制品中的一种，根据动物微生态学基本原理研制，可用于调

节动物机体微生态平衡。它是通过增强机体对肠道内有害微生物的抑制或通过增强非特
异性免疫功能来预防疾病、促进动物生长或提高饲料转化率的一类饲料添加剂。目前，
人们越来越重视动物食品中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残留问题，动物微生态制剂由于其自身
的优点在畜牧生产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微生态制剂定义广泛的观点是：在微生态理论指导下，利用已知对宿主有益

的正常微生物，经培养、发酵、干燥等特殊工艺制成的生物制剂，以达到维持或调整机
体内微生态平衡、防治疾病和增进宿主健康的目的。在国际上，微生态制剂分为益生
菌、益生元和合生元3种类型。益生菌又称益生素，是指可改善宿主肠道菌群生态平
衡，对宿主产生良好健康效应的活菌制剂及其代谢产物;益生元是指一类不被宿主直接吸

收，但能够选择性地促进宿主肠道内一种或几种有益菌生长繁殖的物质，通过有益菌的
繁殖增多，抑制有害菌的生长，来达到调整宿主肠道菌群的目的;合生元是指益生菌和益
生元同时存在且能产生协同作用的微生物制剂。 



11 饲料变化 

  

11.3 饲料行业新进展：低蛋白质饲料 

    低蛋白日粮提供了所有必需氨基酸，且不超量。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低蛋白日粮并
不是必需氨基酸含量不达标的日粮。相反，低蛋白日粮在满足所有必需氨基酸含量的同
时，还平衡了其它过量的非必需氨基酸。利用合成氨基酸，配制低蛋白日粮是相当经济
的。目前，晶体合成的氨基酸中，仅有赖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色氨酸价格还算合
理。因此，配方师们还是需要继续添加一定过量的蛋白质来满足其它必需氨基酸的需
求，如缬氨酸、异亮氨酸。既然如此，那我们到底该降低多少蛋白质才合适? 
  
  在一般情况下，日粮蛋白质降低2个百分点(如由18%降低为16%)，对动物的生长性
能及胴体品质毫无影响。对于降低4个百分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当然在降低蛋白
质含量的同时，必须对其它氨基酸，如缬氨酸、异亮氨酸进行平衡。另外，低蛋白日粮
中所有氨基酸必需是可消化的实质含量，能量也必须是以净能为表达方式。 



11 饲料变化 

  

11.3 饲料行业新进展：抗菌肽 

    抗菌肽原指昆虫体内经诱导而产生的一类具有抗菌活性的碱性多肽物质，分子量在
2000～7000左右，由20～60个氨基酸残基组成。这类活性多肽多数具有强碱性、热稳定
性以及广谱抗菌等特点。世界上第一个被发现的抗菌肽的是1980年由瑞典科学家
G.Boman等人经注射阴沟通杆菌及大肠杆菌诱导惜古比天蚕蛹产生的具有抗菌活性的多
肽，定名为Cecropins。 
     最初，人们在研究北美天蚕的免疫机制时，发现其滞育蛹经外界刺激诱导后，其
血淋巴中产生了具有抑菌作用的多肽物质，这类抗菌多肽被命名为天蚕素
(Cecropins)。后来，从其他昆虫以及两栖类动物、哺乳动物中，也分离到结构相似的
抗菌多肽，有70多种抗菌多肽的结构被测定。1980年后的数年间，人们相继从细菌、真
菌、两栖类、昆虫、高等植物、哺乳动物乃至人类中发现并分离获得具有抗菌活性的多
肽。由于这类活性多肽对细菌具有广谱高效杀菌活性，因而命名为“antibacterial 
pepitides，ABP”，中文译为抗菌肽，其原意为抗细菌肽。随着人们研究工作的深入开
展，发现某些抗细菌肽对部分真菌、原虫、病毒及癌细胞等均具有强有力的杀伤作用，
因而对这类活性多肽的命名许多学者倾向于称之为”peptide antibiotics”一多肽抗
生素。 



   
 

数量遗传学开
始应用于育种 

根据生产方式及
育种方法手段 

1950年 1960年 

养猪为了积肥、解

决人民自食肉品、

养猪为过年，中国

地方猪为主要品种 

尝试性进行品种改良 

第一阶段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10年 

猪多肥多粮

多，养猪为积

肥，中国地方

猪为主要品

种。 

规模化养猪兴

起，引进猪种为

主。 

开展专门化品系
和配套系培育 

中国地方猪优质

猪肉产业兴起。

引进猪种仍然为

主。 

分子生物学手段
应用到育种中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12 中国地方猪产业新时代 

2000年 

由黑龙江省农科院何鑫淼研究员提供 



中国地方猪育种进程 

1907年 
从国外引进巴克夏猪，开始猪种

改良工作。 

1928年 
河北定县用引进的波中猪，通过

杂交改良定县本地猪。 

1950-

1960年 

1950年引入苏联猪、1963年引

入长白猪，幵进行本地猪改良。 

1973年 

启动了许振英指导的、广东省农
科院牧医系主持的广东大花白猪
体长系和瘦肉率高系的培育。 

黑
龙
江
省
农
科
院
何
鑫
淼
研
究
员
提
供 



1981年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猪种
志》的编写启动，幵于1986年
出版。 

以许振英为首的200多位学者开
展了10个地方猪种种质特性的
研究。 

1979年 

猪地方良种化以及杂交繁育体系
的建立工作，由点到面在全国部
分地区铺开。 

连同其他畜种志书于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项研究成果于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一洋一土”杂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乱杂乱配现象） 

农业部组织了第一次全国猪品种
资源普查。 

解决了“同（品）种异名”和“同名异（品）种”问
题 ；核定了全国猪种分类及其分布。 

黑
龙
江
省
农
科
院
何
鑫
淼
研
究
员
提
供 



“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专题
“中国瘦肉猪新品系的选育” 
启动 

1986年 
我国第二个瘦肉型新品种湖北白

猪问世。 

 

    分别培育父系（引进猪种）和母系（地方猪种）；共培 

    育成4个父系和5个母系。199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两部委出台四年投资6000万元
重点扶持建立150个瘦肉型商品
猪基地县的计划。 
“两外一内”三元杂交模式的推广，大大提高了
猪的瘦肉率与出栏率。 

1988年获得当年湖北省唯一的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3年 

我国第一个瘦肉型新品种猪—
—三江白猪通过鉴定宣告育
成。 

    改变了我国之前培育的品种均为肉脂兼用型； 

    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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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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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了一批国家级重点种猪场

（含地方猪与国外引进品种）。 

1992年 
在哈尔滨召开了“中国猪种国际

学术讨论会议”。 

1991- 

1995年 

1996年 

成立了国家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
委员会（2007年在此基础上成
立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1989年 
《中国地方猪种种质特性》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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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2年 

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启动了猪地方

品种遗传距离测定项目。 

2000年 
公布了19个国家级猪品种资源

保护名录（2006年增至34

个）。 

1998年 

光明猪配套系和深农猪配套系获
得国家畜禽品种审定专业委员会
审定通过。 

（标志着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猪配套系） 

“鲁农1号猪配套系、鲁烟白猪
新品种培育与应用”项目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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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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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个以地方猪种撒坝猪为
专门化母系培育的滇撒猪配套系
通过国家审定。 

启动国家科技基础平台专项“动

物种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2003年 

中国农大等单位完成了以地方猪
为主的“猪高产仔数FSHβ基因
的发现及其应用研究”。 

（ 2003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005年 

江西农大等单位以地方猪为主完
成了“猪重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
的分离、克隆及应用研究”。 

（ 2005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黑
龙
江
省
农
科
院
何
鑫
淼
研
究
员
提
供 



2011年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猪志）出

版 

 

2013年 
启动973计划项目“猪繁殖力性

状形成的遗传学机理研究”。 

农业部启动了我国第二次全国性
的畜禽包括猪的遗传资源调查工
作。 

2006年 
把“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写入

《畜牧法》 。 

黑
龙
江
省
农
科
院
何
鑫
淼
研
究
员
提
供 



启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优质抗逆地方猪种质资
源培育与创新利用”。 

2015年 
“荣昌猪品种资源保护与开发”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黑龙江省农科院何鑫淼研究员提供 



13 科技成果 

  

  2000年至2017年获得国家奖励有34项（涉及养猪领域），
有11位科学家获得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有2位科
学家被授予省级科技功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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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科技成果 

  

  2000年至2017年获得国家奖励有35项（涉及养猪领域），
有11位科学家获得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有2位科
学家被授予省级科技功臣称号。 



2017年11月15日 首次发布消息 

2017年『猪场之旅』完美收官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释放重大消息 

 在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国家生猪产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秘书长  

邓近平在开幕式致辞中透露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2018年策划举办“中国改革开放养猪40周年庆典活

动。 



2017年12月3日 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确定 

印遇龙院士牵头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会与中国农机学会机械化

养猪工程分会共同主办“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养猪40年系列

活动” 

确定了系列活动的各项内容包括：百人评选、双百企业评

选、猪博士评选、征文演讲、出版图书等。 



2018年1月20日举办启动仪式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养猪40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中国改革开放养猪40年》丛书编委会 



 

2018年1月20日确定相关事宜 

本次活动，确定了庆典在11月广西举办，中国农机学会、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

会作为本次活动的支持单位。 

 

 



启动仪式会议中确定了活动组委会名单 

 

 

 

 协作单位：北京市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贵州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云南省生猪产业技术

体系创新团队\陕西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河南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安徽省

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广西区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天津市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

新团队\江苏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吉林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山东省生猪产

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山西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上海市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

福建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湖南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江西省生猪产业技术

体系创新团队\广东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青海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四川省

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河北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辽宁省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

黑龙江省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 

活动顾问：陈润生（著名养猪学家、东北农业大学教授）\罗明（著名养猪学家、江西农业大学教授）\

王林云（著名养猪学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陈清明（著名养猪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张咸胜（中国农机学秘书长）\宫桂芬（中国畜牧业学会猪业分会秘书长）\邓国富（广西区农

科院党组书记兼院长）\梁纪豪（广西区农业厅总兽医师)\卢克焕（广西大学原副校长、广西畜

牧兽医学会理事长、教授）。 

 



 

 

 

主   席： 印遇龙（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

长、中国科学院生态农业研究所研究员） 

   李  职（中国农机学会机械化养猪工程分会主任委员、深圳比利

美英伟动物营养有限公司董事长） 

执行主席：邓近平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华南农业大

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张荣波（中国农机学会机械化养猪工程分会秘书长、广东现代

农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许典新（广西区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分会理事长、研究员） 

秘书长：孙德林（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农机学

会机械化养猪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种猪信息网主编、《猪

业科学》杂志常务副主编） 



祝【中国改革开放养猪40周年】系列活动成功丼办 
 

    砥砺奋进  筑梦未来 

   说明：本文整理过程中引用很多文章，在此说明。【1】
吴晓波著《激荡四十年》；【2】王林云：迎接中国养猪业
的新时代，《猪业科学》2017年12期；【3】王怀禹：我国
养猪业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分析，《猪业科学》2017年12期。
在此致谢！ 


